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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抵押贷款

●典当黄金、玉石、名表、

手机、电脑、承兑汇票等

房产车辆贷款18695820506
56705588息低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简便快速

贷款56777776
欠款房再贷银行息额高简便

简便56777787
新老房银行贷快息低循环用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食品类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香港上海郑州公司60206715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专办园林资质1352657820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报税88883992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业工商代办15738303017
●免费注册公司记帐88886498
●低价专办资质88886496
●工商注册代理18003813089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工商资质代账13014608611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工商■资质”
建筑物业房地产园林电力

装饰装修劳务安全证安全员

八大员技工证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86107088、86107188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 53302664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860990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钢构●环保86099988
输变电●承装承修86099188
免费注册87000067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13333814167
园林资质特办
园林·建筑·市政·公路·机电

钢构·物业·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5000
平可分割注册13137117888
●中州大道国基路口北200米
路西精装办公13676994629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农业路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18695869456
●酒店招租:信阳市浉河区湖

东大道6层酒店招租；面积

5683.6㎡,交通方便、车位

充足,是开办经营商务酒店

洗浴、桑拿的理想场所；诚

意招租,非诚勿扰。王先生

联系电话：13782956776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出租经三路与纬四路交叉

口东南角一楼门面房4百平米

诚招金融、专卖店，不租餐

饮。13513716816闫先生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15343716666王

出租仓库厂院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

租10000平米13203871190
●东明路仓库租13663004310
●荥阳 310 国道与庙王路处

3600㎡厂房、仓储13903847226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郑上路厂房18768872326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中州大道东侧天荣汽配对

面厂房 36000 平 90 亩可做汽

修装饰建材市场17603853301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曲梁镇厂库房13203871190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有1500-
12000㎡多栋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13607670687

房地产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39亩
土地售，国有证13526955952
●正商别墅急售13949031655
●低售郑东新区1323㎡商铺

(可带租金) 15000元/㎡；75～
1150㎡写字楼，8500元/㎡
（临丹尼斯、雅居乐、轻轨、

新建设厅）18937178357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经开双拼别墅13938055918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3月26日，河南
省第二届“体彩杯”网球球王
争霸赛（第一站）在中原网球
中心开拍。本次比赛为期两
天，共有来自省内外多家单
位、行业网球协会、高校和网
球俱乐部的564人报名参赛，
报名人数再创新高。

今年的赛事由河南省网
球协会、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主办，中原网球训练基
地管理中心承办。本站赛事

为2016年球王争霸赛首站，
设有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
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
5个项目，按年龄划分7个组
别进行比赛。

今年的赛事延续了第一
届球王争霸赛的积分规则，全
年共设有四站比赛 ，参赛选
手在每站比赛中均有机会获
得积分和现金奖励。全年各
组别积分排名前14名的选手
将有机会参加总决赛并角逐
最高5000元的现金奖励。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郑州
市体育局获悉，由郑州市棋牌
协会主办的第4届郑州市象
棋少年棋王争霸赛季赛和
2016年郑州市象棋排位赛将
于4 月2日至4日在郑州棋
院举行。

为推动郑州市象棋水平
的发展，近几年郑州棋院连续
举办了3届“北京饭庄杯”象
棋少年棋王争霸赛，吸引了众

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棋手
一试身手。

据悉，今年的第4届郑州
市象棋少年棋王争霸赛季赛
为期两天，录取前8名进入年
终总决赛。“郑州棋院杯”
2016年郑州市象棋排位赛赛
程一天，比赛录取前八名颁发
荣誉证书及奖品。各地象棋
爱好者均可前来报名参赛，其
中少年棋王争霸赛的参赛青
少年必须在2004年1月1日
以后出生。

省第二届
网球球王争霸赛开拍

郑州市象棋排位赛
即将开赛

3月 29日，国足将迎来
世预赛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
手卡塔尔。卡塔尔队乘坐包
机在今天凌晨抵达西安咸阳
国际机场。在多哈的最后一
堂训练课上，卡塔尔主帅卡
雷尼奥向球队训话，“必须要
认真打好同中国队的比赛，
请尊重中国队。”不过，卡塔
尔国家队已确定四名主力无
法来华比赛，其主力阵容将
进行较大调整。

目前，对阵马尔代夫受
伤的两员大将都已经无碍，
都可以参加对阵卡塔尔的
比赛。于海和吴曦两名球
员在场地边进行恢复性训
练，教练组特别为两名球员
安排了力量训练。从训练
的情况来看，于海和吴曦的
伤病情况并不严重。

可能是出于迷惑对手的
考虑，有消息称，来自恒大队
的黄博文有望在中卡之战中
首发出场，担任主力后腰。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唯
一的目标就是战胜卡塔尔
队，“只有战胜对手我们才能
想关于出线的问题。”

徐江

国足两大将
伤势无碍

昨日，德国队坐镇主场2
球领先的情况下惨遭英格兰
队3球逆转。虽然只是一场
为主帅磨合阵容的热身赛，
但双方踢得格外玩命。

德国队贵为2014年巴
西世界杯冠军，而被中国球
迷戏称为“欧洲中国队”的英
格兰大赛的表现总是让人失
望。同德国队的比赛，这支
年轻的英格兰队证明了自己
的实力。在2球落后的不利
局面下，英格兰队并未慌乱，
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内连
入3球完成了惊天逆转。为
英格兰进球的3名球员都可
算是“新人”——凯恩目前只
为英格兰队打了不到10场
比赛，打入4球；29岁的瓦尔
迪两个赛季前还在打英冠，
这粒进球是他的国家队处子
球。而上演绝杀的戴尔则是
被破格提拔到了国家队，他
的进球同样是自己的国家队
处子球。

比赛结束之后，勒夫颓
然地坐在了教练席上，目光
呆滞。英国媒体则是一片欢
呼之声，《每日邮报》用了“柏
林奇迹”来形容这场辉煌的
胜利。 渐修

“欧洲中国队”
逆转世界冠军

逆袭！？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凭借几位新人的强硬发挥，
星光暗淡的英格兰队上演逆
转，击败世界冠军德国队。
明天，国足将迎来关键战，他
们能否战胜卡塔尔呢？

A B

瓦尔迪庆祝破门 新体


